


 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技术日益成为我们生活中几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在的客观存在，
成为引起社会变化、塑造社会变化和应对社会变化的重要因素。因此，技术素养是当代青少年的基本素养，通用
技术课程是普通高中学生人人必须修学的课程。

同学们，

欢迎你们进入

简易机器人制

作世界。

了解本书的章节的构

成，能使我们总揽全貌，

形成关于课程学习的宏观

架构。

学习目标会使我们明

确学习的方向，为进入学

习过程做好心理准备。
本栏目富有典型意

义的范例、素材、话题是

学习中对话的平台，它引

穿插课文之中、形

式多种多样的活动使

我们所学的知识与技

能得到即时的巩固、应

用和内化，它是我们主

动建构知识、拓展能

力、发展情感态度与价

值观的有力工具。

领我们走入学习情境，使我

们享受到由丰富的感性走向

深刻的理性的快乐。

章章

节节

简易机器人制作是一个基于计算机技术的学习平台，将机械、电子、
控制等技术与信息技术的应用有机组合的课程模块，是在技术与设计1、
技术与设计2 必修模块学习之后的选修模块，也
是一个充分体现技术世界的奥妙与神奇，实践性
强、挑战性大、涉及面广的课程模块。在这个模
块的学习中，同学们一定会享受到开拓潜能、发
展个性的人生乐趣。



这是一个发展认知、挑战

思维的天地。想像、分析、判

断、推理等思维活动将使我们

体验到头脑风暴的乐趣和批判

性、创造性思维的魅力。

这里为我们拓展学习、发展个

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作业，

将本章所学内容综合起来、与其

他学科知识综合起来、与自己已有的

知识和经验综合起来，可以提高综合

应用知识与技能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使我们领略学习的最高境界。

在学完一章后，就学习内容进行

概括和归纳，能使所学知识与技能进

对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作一

回顾、总结和反思，有助于知识

与能力的主动建构，有助于学习

目标的真正实现。

学习，
是一个

螺旋上升的过程，
它永无止境……

一步强化和

结构化。

这是一个绚丽多彩的世

界。它将使我们拓宽视野、深

亲临其境、亲自动

手、亲身体验是本栏目

的宗旨。这里的一些项

目将使我们经历激动人

心的操作和探索实践，

使我们的实践才能和创

新能力得到充分的展示。

化认识、锻造精神，在“信

息爆炸”的时代里，品味到

技术信息方面的“美味

佳肴”。

选学

选学

性提供了网络学习、课外

学习等方面获取资源的

路径。它将把兴趣浓、

有追求的同学引

向技术探究的

幽深之处。

选学

时也打通了与课

外活动结合

的通道。

使我们所学的本节内容得以巩固，同

思考思考
小试验小试验

链接链接

辩论辩论

探究探究

小辞典小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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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古代，埃及人就制造出用水驱动的关节活动手指，古希腊人则制成了能够表演的

自动木偶，而我国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也设计出了令人赞叹的“木牛流马”。这些反映了人

们渴望有一种东西能模拟人的某些功能，能替代人从事繁重劳动。

现代社会，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科技人员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不懈努力，制造出了充

分体现人类智慧的产品——机器人。机器人的出现与飞速发展不仅解放了人、保护了人，

而且延伸了人的活动空间。让我们走进机器人世界，领略这一高科技成果的风采。

一　认识机器人

二 机器人的基本组成与工作过程

第一章 走进机器人的世界

001

Chapter 1 Understand Robot World



简易机器人制作 Make Simple Robots
通用技术

选修3

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历程中，人们一直渴望能创造出可以模拟人的各种功能的机

器来帮助或代替人工作。在不断的尝试与努力下，人类终于在20世纪中叶实现了这一愿望。

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丰富多彩、充满神奇的机器人世界。

1.知道机器人技术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和愿望而产生的一

门现代综合性技术。

2.理解机器人对个人生活，对经济、社会和伦理道德方面的影响。

学习目标一  认识机器人一  认识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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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时节，柑橘挂满枝头，给人们

带来无尽的丰收喜悦。每逢这个时候，果

农都要忙着采摘、包装、搬运，将柑橘

运往各地市场。

最初的采摘工作都是由人工完成的。

果农们借助梯子等工具将树干高处的柑

橘摘下。这样的工作耗费体力多，工作

效率也很低。

后来，人们发明了一种采摘柑橘的

机器，它能够在人的操作下利用吸管快

速地将柑橘采摘下来。这种机器的使用

解除了人工采摘的诸多不便，降低了人

的体力消耗，但它所采摘的果实不能

即时分辨，往往好坏优劣的柑橘都混在

一起。

现在，人们在设想并制作一种采摘

柑橘的机器人，它不仅能自动调节，迅

速地采摘不同高度的柑橘，而且能辨认

水果是否成熟，从而有选择地采摘。此

外，还能在采摘的过程中感知出柑橘的重

量，从而对柑橘进行初步的分级、包装。

从人工采摘到机器采摘再到机器人采摘

1.机器人与人

2.机器人的应用

3.机器人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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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人工采摘柑橘、机器采摘柑橘与机器人采摘柑橘时工作的效果。

机器人在人的需求和相应技术的支持下产生并得以发展。机器人具有一些类似于人的

某些器官的功能，能代替人完成一定的工作；它不同于一般的自动化机器，能更灵活、更

自主地适应环境，完成复杂、多样化的工作。

　　机器人已经问世半个世纪了，对它的定义有多种解释，下面是国际标准化组

织（ISO）对机器人的描述：

　　（1）机器人的动作机构具有类似于人或其他生物体的某些器官（肢体、感

官等）的功能；

　　（2）机器人具有通用性（versatility），工作种类多样，动作程序灵活多变；

　　（3）机器人具有不同程度的智能性，如记忆、感知、推理、决策、学习等；

　　（4）机器人具有独立性，完整的机器人系统，在工作中可以不依赖于人的

干预。

简单说说人、机器、机器人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机器人最初用于代替人从事单一的、繁重的体力劳动。随着人类需求的不断提高，机

器人技术不断发展，它的功能更全面、性能更高，能从事更多、更复杂的工作。它不仅解

放了人、保护了人，还延伸了人们的活动空间，提高了人们的工作及生活能力，并为人们

提供了很多挑战自我、发展自我的机会。

机器人的出现进一步解放了人。在生产、生活中，有很多工作单调、重复、劳动强度

大。机器人能代替人完成这些工作，将人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并且能提高劳动效率和

产品质量等。

1 机器人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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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卉种子播种到插盘以后，长出籽苗，待到籽苗生长到一定时期后，往往需要移

栽到盆中。移栽过程虽然很简单，但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且很费时间。

人工移栽的平均速度是800～1000棵/小时，但连续工作会使人疲劳，很难长久保

持高效率。

移栽机器人可以代替人进行移栽，每小时可移栽6000棵。

移栽机器人

说出你所知道的有关机器人解放人的体力劳动，并且能提高劳动效率和

工作质量的事例。

机器人的出现更好地保护了人。机器人能在有毒（污染）、易燃易爆、灾害等危险与恶

劣的环境下代替人或辅助人完成作业、任务，极大地改善了人的劳动条件、降低了伤亡事

故。例如，在充满太阳辐射、温差大、超真空的宇宙空间，机器人能代替宇航员完成舱外

的工作；在核电站，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辐射区域完成维修和检测工作；在军事对抗、

高电压线路检修、水下作业、消防灭火等危险环境中，机器人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星球探测机器人

人们对于其他星球是否适合居住、是否具有可利用的资源、是否存在生命等问题

充满了想像。要真正了解其他星球的情况，还必须登上这些星球进行探测。宇宙空间

环境充满辐射，会对人体造成伤

害，而且有的星球离地球遥远。为

此，需要设计和制造对这些星球

进行各种探测的机器人，去揭开

这些星球的秘密。

美国航空航天局研制出一种

火星探测机器人，它能进行搜索

以及采集火星的气候、地质等方

面数据的工作。它的前部装有一

个机械手，手的端部有一台反射

式分光光度计，并有一个铲斗用

来挖取样品。机器人还装有摄像

机，可以拍摄车辆导航及科学分

析所需要的立体全景图像。

004

火星探测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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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知道哪些利用机器人保护人的事例？

手术机器人

脑部神经手术对手术精度的要求非

常高，有的手术人工根本无法进行。

用机器人进行这样的手术时，可以

精确计算出手术的位置和方向，通过末

端执行器对病灶点进行放射、切除等。这

不但提高了手术的精确度，而且手术效

果好，病人康复快。

地雷探测机器人

地雷探测作业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日

本千叶大学的科研人员开发出一种蜘蛛形状的

机器人，可以用于地雷探测。它可远程操纵，

用六条坚固的金属腿行走，用装有探测仪的两

个操纵器进行搜索，一旦发现地雷，就在该处

画上记号，便于排雷时识别。这种地雷探测机

器人一天的探测面积能达450m2以上。

机器人还延伸了人工作和活动的空间。有了机器人，人的工作空间可以上到浩瀚太空，

下至数千米深的海底；可以从人能到达的空间，延伸到人无法到达的空间，如狭小的管道、

人的血管内部等。有了机器人，人们能够完成高精度、高难度、超清洁度的作业。此外，机

器人还能为一些残疾或失去自理能力的人提供帮助。

水下机器人

海底世界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形

形色色的海洋生物，但是几千米深的海

底世界也充满了危险，人们根本无法

到达。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开发

研制成功的“CR-01”水下机器人，能在

水下6000m深的地方工作。它可帮助人

们进行海底资源调查、搜索沉船、观察

海洋生物或取样以及军事侦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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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雷探测机器人

手术机器人样机

“CR-01”水下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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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辩论

2 机器人的应用

机器人技术涉及机械、电子、信息、控制、仿生学等众多领域，为人类提供了很大的

研究空间和发展机遇，同时也对人类的发展能力提出了挑战。

机器人能代替人完成一些工作，它解放了人、保护了人、延伸了人的工作

和活动空间。但人类的所有工作都能由机器人完成吗？

近几十年中，机器人的发展异常迅速，它不仅在工农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

广泛应用于军事、医疗、娱乐等各个领域。

采用机器人的汽车生产线

工 业

机器人被广泛应用于各种自动化生产线，代替

或辅助人们完成焊接、搬运、装配、喷漆、零件加工、

包装等工作。机器人在工业方面的应用大大加快了

工业的自动化进程。

1958年，意大利菲亚特公司投资6000多亿里拉对原来的生产线进行改造，经过

几年的努力，逐步建立了采用机器人的汽车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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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机器人的汽车生产线

机器人焊接

采用机器人后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每20s就能生产出一台新的发动机；

装配线的工人从1000人降至250人；

汽车的产量、质量、销量迅速上升；

生产的发动机型号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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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厂中，有大量的生产流水线，人与机器人在流水线上工作，无论是工作效率

还是其他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请结合上面的案例，填写下表。

人在流水线上工作的缺陷

　很容易受伤，而且医疗费很贵

　会感到疲劳，容易出错

　不适合在阴暗的、冬冷夏热

的、空气不流通的、噪音较大的

地方工作

机器人用于流水线的好处 机器人用于流水线的不足

　能不知疲倦、不厌其烦地

工作，不会产生心理问题

　操作工达到熟练程度需要较长

时间

　不易长时间保持准确地工作 　正常工作状态下，能始终

如一地保持精确度

……

农 业

机器人在农林业生产中也有着广泛的应用。它能完成耕耘、施肥、除草、喷药、收割、

剪羊毛、蔬菜水果采摘、林木修剪、果实分拣等工作，使农业乘上了通往现代化的快车。

机器人剪羊毛示意图

你见过农业机器人吗？试想一下在你身边还有哪些农业方面的工作可以

由机器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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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用于战争，可以进行搜索和攻击，这大大增大了战斗中的杀伤力。

到底该不该在军事战争中使用机器人？请就此进行辩论。

医 疗

近年来，机器人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发展得很

快。机器人用于医疗，可以完成一些高精度、高

难度的外科手术，如脑神经外科手术、器官移植

手术、内窥镜外科手术等；还可以用于无损伤诊

断和精确定位、康复与护理等。机器人在医疗方

面的应用给医学带来了一系列的革新，运用机器

人进行手术、康复等工作将成为发展方向之一。

军 事

与其他先进技术一样，机器人也可以用于

军事目的。机器人可以完成地面侦察、排雷和

攻击等各种任务，还可以在水下进行探雷、扫

雷、侦察等工作，用于执行空中任务的机器人

则能出色地完成侦察、攻击的任务。机器人在

军事方面的应用推动了其他军事技术的变革和

发展，对现代战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服 务

随着人们需求的不断发展，机器人应用领域在不断拓宽，服务行业也成为机器人应用

的又一大领域。机器人开始走进人们的生活，走进家庭。用于办公室的机器人可以从事接

待、打印文件等工作；用于家庭的机器人可以从事清扫、洗刷等工作；用于娱乐的机器人

可以进行一些表演、竞赛供人们观赏。机器人还可以用于导游、酒店接待、售货、建筑物清

洗等工作。机器人在服务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机器人排雷

机器人进行手术

机器人

清洁墙壁

机器人

分发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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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可以照看小孩吗？它有可能成为一个称职的保姆吗？

科 研

水下和太空有着丰富的资源，充满着神秘

的色彩，机器人在这些领域大有作为。它们可

以用于海底探测、海上打捞、海下侦查等；还

可以用于宇宙空间的科学考察，如空间生产和

科学实验，卫星和航天器的维修，以及空间建

筑的装配等。

机器人还可以应用在其他哪些方面？请举例说明。

 在日新月异的21世纪，随着人们需求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机器人的发

展势头越来越迅猛。它们的种类将更加丰富，功能将更加全面，性能将更加稳定，智能化

水平将不断提高，应用领域将不断拓展，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

3 机器人的未来

宇航员每次上天只能携带有限的食物，要靠货运飞船往返输送食物和水。

科学家们正在考虑如何让宇航员的食物能自给自足，考虑将来在太空飞船或在月

球、火星基地上种植一些庄稼和蔬菜。但宇航员在太空任务繁忙，没有时间照看这些

作物，这就需要一种特殊的设备代为操劳。

现在，人们已经研制出很多农业机器人。将这些机器人带上太空，帮助宇航员管

理农作物，这已成为人们正在努力的又一目标。

“太空农民”

机器人探测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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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一下未来的机器人还可以有哪些独特的功能？可以应用于哪些独

特的领域？未来的机器人能不能自己制造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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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辩论

1.现在市场上出现了很多“机器猫”、“机器狗”,收集有关资料,分析它们是不是机器

人,为什么？

2.机器人形态万千，有蛇形的救援机器人，有蜘蛛形的排雷机器人，也有仿人形的服

务机器人。收集资料，调查各种机器人，分析它们的外形是根据什么设计的。

3.全班组织一次讨论活动，讨论机器人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什么作用。

4.收集相关资料，分析家用机器人未来的发展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深蓝”——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制造的RS/6000/SP国际象棋超级机器人，它

精通棋术，于1997年以312∶212的成绩击败了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

试就“未来的机器人会不会超过人、会不会成为人类的敌人”这一论题进行辩论。

作为人创造的产物、人的模仿者，无论未来机器人的“智慧”发展到何等程度，它们

的“能力”如何强于人类，活跃的领域如何广阔，归根结底，它们是人类制造的机器。机

器人始终只会是人类的帮手，是人类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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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机器人透明的身体可以看到在它

的头部、身上安装的电子器件，这是它的

控制系统。

布满全身的气压传动管道将动力传送

给气缸，为肢体关节提供动力，这是它的

驱动系统。

1 机器人的基本组成与工作过程

机器人的神奇根源于它独特的结构和工作机理。这一节我们将走进机器人内部，看看

它的基本组成与工作过程。

一走进中国科技馆，就会看到在一楼大厅里有一个机器人正在指挥着它面前的“乐

队”，和谐地“演奏”着美妙动听的乐曲。那挥动的“双手”展现出一个指挥家的才能，

它的“头”随着音乐的节奏不停地摆动着，而它的“嘴”正在向参观者解释它所具备的

“才能”。

音乐指挥机器人

音乐指挥机器人及“乐队”

驱动肩关节的气缸

1. 了解机器人的基本组成与工作过程。

2.认识简易机器人各基本组成部分。

学习目标

1.机器人的基本组成与工作过程

2.初识简易机器人

二  机器人的基本组成

与工作过程

二  机器人的基本组成

与工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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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各式各样，形态迥异。但它们都像音乐指挥机器人一样由控制系统、驱动系统

和执行系统三个主要部分组成。

公共汽车上的门的开启与关闭是由气压驱动的。气泵产生压缩气体，经气压阀推

动气缸上的活塞往复运动，从而带动车门开启与关闭。

机器人的基本组成部分

控制系统

驱动系统

执行系统

控制系统

控制系统作为机器人的指挥中心，控制着机

器人的运动。它包括以微型计算机为核心的控制

器、存放在控制器中的程序软件，以及传感器等。

它的肢体、嘴等执行着指挥的动作，这是它的执行系统。

人在计算机上根据乐曲编好程序，贮存到它的控制系统中，控制系统处理程序，输

出控制信号，通过控制气压驱动装置运动，实现各关节的活动，形成机器人指挥乐曲的

动作。

执行指挥动作的手臂

驱动系统

机器人与人一样，需要依靠驱动系统提供所

需的原动力，才能完成任务。

驱动种类一般有电气驱动、气压（液压）驱

动等。音乐指挥机器人是由气压驱动的。

驱动工业机器人关节的电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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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控制系统 驱动系统 执行系统 工作对象（环境）

2 初识简易机器人

机器人的工作过程可用下面的框图表示：

机器人有简单的，也有复杂的。本书中所列举或所需制作的机器人一般结构都比较简

单，制作比较容易，都是简易机器人，都可以完成一定的任务。如1号简易机器人能够完

成指派的简单任务，2号简易机器人能够自动适应环境，3号简易机器人能完成复杂的任务。

执行系统

执行系统主要是机器人的机械装置，它相当于人

的四肢和躯干，按指派的任务直接对工作对象或环境

作用，完成相关的动作。

采摘柑橘机器人的“手臂”、火星探测机器人的六

个车轮、地雷探测机器人的六条腿、“金字塔漫游者”机

器人的履带等是机器人形形色色的执行系统。
“金字塔漫游者”机器人

首先根据任务预先编好程序，储存在控制器中；然后由控制系统发出控制信号，以控

制驱动系统的工作；再由驱动系统带动执行系统完成预定的任务。这三者相互配合，形成

一个完整的机器人系统。

1号简易机器人

2号简易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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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简易机器人都有着如下相同的基本组成部分：

控制系统：控制电路主板、控制软件等；

驱动系统：电动机、电池等；

执行系统：由传动机械等构成的机械手等装置。

简易机器人的各个组成部分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有了传动机械、驱动部分及最基本

的控制系统，简易机器人就能“动起来”；加上更为复杂的控制程序，简易机器人就能完成

指派任务；加上传感器，简易机器人就能自动适应环境。

观察 1号、2号、3号简易机器人各有哪些组成部分，并简要说说它们是如何完成

任务的。

3号简易机器人

014

链接链接

1.1号简易机器人可链接本书第三章第三节。

2.2号简易机器人可链接本书第四章第二节。

3.3号简易机器人可链接本书第四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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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集有关机器人的资料，根据所学知识指出某个机器人的各基本组成部分包含哪

些部件。

2.针对所提供的简易爬行机器人，说出其基本组成及各部分具体有哪些部件。

简易爬行机器人

1.以“走进机器人的世界”为题，以小组为单位，分工合作，合办一期小报，并进行

交流。

2.通过参观自动化生产线或观看录像，了解机器人给工厂带来的变化，评价机器人给

工业生产带来的影响。

人类的需求是机器人发展的原动力，机械、电子、计算机等相关技术的发展为机器人

的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控制系统、驱动系统与执行系统构成了机器人的基本组成，这些

系统的协调工作使机器人能完成一定的任务，具备不同的功能。机器人在工业、农业、军

事、医疗等方面的应用将人类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从危险的环境中解救出来，并扩

展了人的活动和发展范围，提升了人的能力。

机器人的发展日新月异，未来的机器人智能化程度更高，应用领域也将越来越广泛。

机器人将成为人类的好朋友，它将更好地服务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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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让简易机器人动起来

学

习

结

果

学

习

过

程

评 价 内 容

课内完成学

习任务情况

课外完成学

习任务情况

学习态度评价

学习水平评价

学习本章内容

的收获与不足

本章学习目标

实现情况

自 我 评 价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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